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银河娱乐集团主席的信
我想藉此机会向各股东报告，银娱在新冠肺炎疫情下的最新情况。对全球的社群及商界而言，包括澳门
和银娱，2020年第二季度仍然是困难重重。

首先要说的是，澳门政府在疫情之下继续出色地展示其积极和果断的领导能力，得到社会各界支持，政
府的工作重点除了保障公众健康和安全外，亦顾及经济和社会稳定。作为负责任企业，银娱继续与澳门
政府、本地中小企和本地劳工紧密合作并予以支持。在新冠肺炎疫情下，内地、香港和澳门都实施旅游
限制和保持社交距离，因此对我们2020年第二季度及上半年的业绩构成负面影响。这些限制措施令旅
客数量和收入均显着减少，我们在收入低迷及持续应付庞大员工开支的情况下，集团于第二季度经调整
EBITDA录得亏损14亿港元。

我们很高兴看到澳门和广东迈出了关键的第一步，组成旅游气泡，更重要是恢复珠海户口居民和居住证
持有人赴澳的自由行及团队游签注，并已于昨日起生效。期后，当局进一步宣布若防控情况持续改善，
将会扩阔自由行及团队游签注范围，包括2020年8月底前扩展到广东省，并于9月底前伸延至全国。尽
管有这些重要的正面措施，但对于市场何时能全面恢复仍是言之尚早。向前展望，未来一段时间我们仍
然要迎难而上，因为疫情持续将会对我们的财务表现构成负面影响。至于中、长期，我们对澳门，特别
是银娱的前景保持乐观。

银娱的发展项目进展良好，其中包括继续推进路氹第三、四期，以及度假城的设施提升工程，这些项目
将会支持澳门政府把澳门发展成为「世界旅游休闲中心」的愿景。此外，我们继续推进国际发展计划，
由于世界各地持续受到新冠肺炎影响，日本方面的时间表也可能因此受到影响，但我们仍努力不懈继续
跟进在日本的发展机遇并按情况调整。

银娱的资产负债情况仍然表现稳健，现金及流动投资达 498亿港元，净现金为 436亿港元，亦接近没有
负债。我们已于2020年4月24日派发每股0.45港元的特别股息。由于持续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，董事
会今天决定不派发股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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银河娱乐集团主席的信
由于正处于收入低迷的时期，银娱把焦点由开源转为节流，但重要的是不能因大幅削减开支，而影响将
来业务恢复后的服务质素。我们坚持承诺继续支持澳门政府、本地劳工和中小企业。

我在此向各位股东强调，银娱的管理层及员工一直在健康、安全及卫生等方面尽心尽力地工作，确保度
假城的营运为应付将来放宽旅游限制做好充份准备，这包括引进多项措施和程序提升整个度假城的清洁
和卫生水平，因为保障员工和顾客的健康安全是我们的首要工作。自2020年4月9日起澳门再没有新的
新冠肺炎本地传染个案，纪录令人振奋，澳门政府、卫生部门及全社会应为此卓越表现受到赞扬。

银娱一直以来都非常重视履行企业社会责任，在2020年上半年我们为对抗新冠肺炎作出的现金捐赠达
到1亿港元。此外，透过银河娱乐集团基金会认购1亿港元专为澳门抗疫而设的社会责任债券、免费提
供了100万个口罩与社会各界、为35间澳门学校提供经济援助以进行深层消毒清洁，并向有需要的社群
提供食物和抗疫包等。

在此艰难时期，我想向澳门政府、社会各界，以及与公司并肩同行的银娱团队致以衷心感谢。让我们感
到自豪的是，几乎集团所有成员都自愿作出贡献，包括全体董事会成员放弃收取董事袍金、管理层参与
无薪假期安排，以及不少员工参与特设家庭关爱弹性休假计划。银娱不希望裁减人手，所以尽量把新冠
肺炎构成的影响在团队成员之间分散，一起承担。

最后，我要感谢所有医护及救援人员，竭尽所能确保澳门安全。我亦要再次感谢每位银娱的员工，在此
时刻与公司共度时艰。多谢各位！

主席
吕志和博士
GBM，MBE，太平绅士，LLD，DSSc，DBA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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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照顾员工及顾客

• 提升度假城内的清洁和消毒次数

• 加强在公众和员工后勤区的清洁消毒

• 于度假城所有娱乐场及员工出入口设置体温快速筛检装置

• 向员工及客人提供口罩及酒精搓手液

• 提供有关健康和卫生的教育与信息

• 支援社区

• 与澳门政府保持紧密联系，支持政府实施的所有预防措施

• 银娱义工队成员探访40户使用澳门「平安通」呼援服务的
长者，赠送礼品包

• 捐赠消毒及卫生用品与澳门扶康会、澳门街坊会联合总会
和澳门妇女联合总会

应对新冠肺炎
与澳门特区政府紧密合作保障社区、员工和顾客的健康和安全，防止
新冠肺炎疫情散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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银娱应对新冠肺炎图片集
与澳门特区政府紧密合作保障社区、员工和顾客的健康和安全，防止
新冠肺炎疫情散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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银娱应对新冠肺炎图片集
与澳门特区政府紧密合作保障社区、员工和顾客的健康和安全，防止
新冠肺炎疫情散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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银娱应对新冠肺炎图片集
与澳门特区政府紧密合作保障社区、员工和顾客的健康和安全，防止
新冠肺炎疫情散播



82020年8月

• 银娱为对抗新冠肺炎作出现金捐赠达澳门币1亿元

• 捐赠澳门币2,500万元与湖北省及澳门

• 透过银河娱乐集团基金会，捐出澳门币2,000万元予湖
北省，以支持该地区防控工作，并购买医疗物资和设备

• 捐出澳门币500万元，支持澳门防疫工作

• 向澳门超过35所学校，各提供澳门币30,000元的
特别援助，以支持学校作防疫措施

• 向超过900名在澳门20间非政府资助托儿所的儿童
提供澳门币2,000元的托费补贴

• 额外捐出澳门币7,500万元

• 于4月透过银河娱乐集团基金会，额外捐出澳门币7,500

万元以支持医护人员抗疫、宣传公众卫生及防疫信息和
支持疫症的科学研究

应对新冠肺炎
与澳门特区政府紧密合作保障社区、员工和顾客的健康和安全，防止
新冠肺炎疫情散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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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对新冠肺炎
与澳门特区政府紧密合作保障社区、员工和顾客的健康和安全，防止
新冠肺炎疫情散播

• 投放1亿港元认购澳门中银发行的「中小企业专项
（疫情防控）社会责任债劵」

• 此社会责任债券为向受疫情影响之本地中小企业提供
缓解协助

• 所募集的资金将用于提供专项贷款，以降低澳门中小
企融资成本，并为医疗卫生、医疗器械制造等疫情防
控相关领域的资金需求而提供支持

• 捐赠100万个口罩与澳门及内地

• 向澳门政府捐赠50万个口罩，并向珠海市与横琴新区政
府捐赠50万个口罩

认购一亿港元中小企业专项(疫情防控)社会责任债券仪式

债券认购证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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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绩摘要

银娱：资本充足以抵御风暴

• 资产负债表：现金498亿港元，净现金436亿港元

2020年第二季度

• 第二季度集团净收益为12亿港元，按年下跌91%，按季下跌77%

• 第二季度集团经调整EBITDA为(14)亿港元，对比去年同期43亿港元，2020年第一季度则为3亿港
元

• 第二季度博彩业务净赢率偏高，令经调整EBITDA增加约300万港元。净赢率正常化后，第二季度
经调整EBITDA为(14)亿港元，对比2019年第二季度为40亿港元，2020年第一季度为2亿港元

• 过去十二个月经调整EBITDA为71亿港元，按年下跌57%，按季下跌45%

2020年上半年

• 上半年集团净收益为62亿港元，按年下跌76%

• 上半年集团经调整EBITDA为(11)亿港元，对比2019年上半年为83亿港元

• 上半年集团股东应占亏损为29亿港元，对比2019年上半年溢利67亿港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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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绩摘要

「澳門銀河™」：为目前的营商环境调整业务

2020年第二季度

• 第二季度净收益为3亿港元，按年下跌97%，按季下跌92%

• 第二季度经调整EBITDA为(12)亿港元，对比去年同期为32亿港元，2020年第一季度则为3亿港元

• 第二季度博彩业务净赢率偏高，令经调整EBITDA增加约1,200万港元。净赢率正常化后，第二季
度经调整EBITDA为(12)亿港元，对比2019年第二季度为30亿港元，2020年第一季度为3亿港元

• 第二季度五间酒店平均入住率为4%

2020年上半年

• 上半年净收益为38亿港元，按年下跌80%

• 上半年经调整EBITDA为(8)亿港元，对比2019年上半年为63亿港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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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绩摘要

澳门星际酒店：为目前的营商环境调整业务

2020年第二季度

• 第二季度净收益为1亿港元，按年下跌97%，按季下跌92% 

• 第二季度经调整EBITDA为(3)亿港元，对比去年同期为9亿港元，2020年第一季度则为1亿港元

• 第二季度博彩业务净赢率偏低，令经调整EBITDA减少约900万港元。净赢率正常化后，第二季度
经调整EBITDA为(3)亿港元，对比2019年第二季度为9亿港元，2020年第一季度为1亿港元

• 第二季度酒店入住率为4%

2020年上半年

• 上半年净收益为11亿港元，按年下跌81%

• 上半年经调整EBITDA为(2)亿港元，对比2019年上半年为19亿港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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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绩摘要

「澳門百老匯™」：适合一家大小的度假城并获澳门中小企鼎力支持

2020年第二季度

• 第二季度净收益为1,200万港元，对比去年同期为1.47亿港元，2020年第一季度则为5,300万港元

• 第二季度经调整EBITDA为(5,200)万港元，对比去年同期为600万港元，2020第一季度则为(4,500)

万港元

• 第二季度博彩业务净赢率对经调整EBITDA没有构成重大影响

• 第二季度酒店入住率为9%

2020年上半年

• 上半年净收益为6,500万港元，对比2019年上半年为2.98亿港元

• 上半年经调整EBITDA为(9,700)万港元，对比2019年上半年为2,100万港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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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绩摘要

建筑材料业务：表现强健

2020年第二季度

• 建设材料业务在2020年第二季度表现强劲，录得经调整EBITDA为4亿港元，按年上升7%，按季
上升228%

• 由于第一季度封关结束后，香港及内地累积了对建筑材料的大量需求

• 继续香港国际机场的预拌混凝土厂房的兴建工程，预计2020年第四季启用，藉此为机场第三跑
道、航运楼和相关支持设施提供混凝土

2020年上半年

• 上半年净收益为12亿港元，按年下跌8%，按季下跌19%

• 上半年经调整EBITDA为5亿港元，按年下跌10%，按季下跌15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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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绩摘要

资产负债表：维持稳健及高流动性的资产负债表

• 截至2020年6月30日，持有现金及流动投资为498亿港元，净现金为436亿港元

• 截至2020年6月30日，负债为62亿港元，主要涉及库务利息收益管理计划

银娱特别股息

• 已于2020年4月24日派发早前宣布之特别股息，每股0.45港元

• 由于持续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，董事会今天决定不派发股息

控制成本：谨慎控制成本并采用新方案

• 在新冠肺炎疫情下专注于成本控制

• 继续贯彻「傲视世界 情系亚洲」的服务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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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绩摘要

最新发展概况：继续开拓发展机会

• 我们继续在度假城进行提升工程，藉此保持其竞争力及对旅客的吸引力

• 路氹第三及四期：继续推进第三及四期发展，项目聚焦在非博彩业务，主要针对
MICE、娱乐和适合家庭旅客的设施，此外亦包括博彩，而建筑进度可能受新冠肺炎
疫情影响

• 横琴：正在优化兴建时尚度假城的计划，与我们在澳门的高能量娱乐项目优势互补

• 国际：继续在海外市场发掘发展机遇，包括日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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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年中期业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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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年上半年 2019年下半年 2020年上半年

$1,332 $1,502 $1,222 
$56 $61 $18 

$298 $295 
$65 

$5,743 $5,174 

$1,083 

$18,790 $18,651 

$3,835 

银娱净收益（百万港元）

$25,683$26,219

$6,223

2019年上半年 2019年下半年 2020年上半年

$1,332 $1,502 $1,222 
$56 $61 $18 

$315 $310 
$68 

$7,773 $6,846 

$1,366 

$24,090 
$23,241 

$4,942 

银娱总收益（百万港元）

$31,960

$7,616

$33,566

银娱2020年上半年收益摘要

2020年上半年集团净收益按年下跌76%至62亿港元

「澳門銀河™」 澳门星际酒店 「澳門百老匯™」
城市娱乐会 建筑材料

「澳門銀河™」 澳门星际酒店 「澳門百老匯™」
城市娱乐会 建筑材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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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年变化 总收益 净收益

银娱总额 (77)% (76)%

「澳門銀河™」 (79)% (80)%

澳门星际酒店 (82)% (81)%

「澳門百老匯™」 (78)% (78)%

城巿娱乐会 (68)% (68)%

建筑材料 (8)% (8)%

按半年变化 总收益 净收益

银娱总额 (76)% (76)%

「澳門銀河™」 (79)% (79)%

澳门星际酒店 (80)% (79)%

「澳門百老匯™」 (78)% (78)%

城巿娱乐会 (70)% (70)%

建筑材料 (19)% (19)%

银娱2020年上半年收益摘要

2020年上半年集团净收益按年下跌76%至62亿港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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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年上半年 2019年下半年 2020年上半年

$564 $598 

$509 

$56 $61 

$18 

$21 $18 $(97)

$1,892 $1,610 

$(202)

$6,258 $6,383 

$(848)
$(476) $(506)

$(467)

银娱经调整EBITDA（百万港元）

按年变化 按半年变化

银娱总额 (113)% (113)%

「澳門銀河™」 (114)% (113)%

澳门星际酒店 (111)% (113)%

「澳門百老匯™」 (562)% (639)%

城巿娱乐会 (68)% (70)%

建筑材料 (10)% (15)%

$(1,087)

2020年上半年集团经调整EBITDA为(11)亿港元，对比2019年上半年为
83亿港元

$8,164$8,315

银娱2020年上半年经调整EBITDA摘要

「澳門銀河™」 澳门星际酒店 「澳門百老匯™」

城市娱乐会 建筑材料 净集团支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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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年上半年股东应占亏损为29亿港元，包括7亿港元非经常项目，对
比2019年上半年为溢利67亿港元

（百万港元） 2019年上半年 2020年上半年 按年变化

净收益  $                   26,219  $                   6,223 -76%

经调整EBITDA  $                     8,315  $                  (1,087) -113%

股东应占溢利 / (亏损)  $                     6,680  $                  (2,856) -143%

非经常项目  $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60  $                       691 

经调整股东应占溢利 / (亏损)  $                     7,140  $                  (2,165) -130%

银娱2020年上半年股东应占溢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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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年第二季度业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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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年第二季 2020年第一季 2020年第二季

$716 $475 $747$29 $16

$2$147 $53

$12$2,756
$1,002

$81

$9,526

$3,524

$311

银娱净收益（百万港元）

$13,174

$1,153

$5,070

集团于2020年第二季度净收益按年下跌91%，按季下跌77%至12亿
港元

按年变化 按季变化

银娱总额 (91)% (77)%

「澳門銀河™」 (97)% (91)%

澳门星际酒店 (97)% (92)%

「澳門百老匯™」 (92)% (77)%

城巿娱乐会 (93)% (88)%

建筑材料 +4% +57%

银娱2020年第二季度收益

「澳門銀河™」 澳门星际酒店 「澳門百老匯™」
城市娱乐会 建筑材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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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年第二季 2020年第一季 2020年第二季

$(245) $(240) $(227)
$364 $119 $390 $29 

$16 
$2 

$6 

$(45) $(52)

$943 

$104 

$(306)

$3,235 

$329 

$(1,177)

银娱经调整EBITDA（百万港元）
按年变化 按季变化

银娱总额 (132)% (584)%

「澳門銀河™」 (136)% (458)%

澳门星际酒店 (132)% (394)%

「澳門百老匯™」 (967)% (16)%

城巿娱乐会 (93)% (88)%

建筑材料 +7% +228%

$283

集团2020年第二季度经调整EBITDA为(14)亿港元，对比去年同期为
43亿港元，2020年第一季度则为3亿港元

• 由于净赢率偏高，令经调整EBITDA增加约300万港元

$4,332

银娱2020年第二季度经调整EBITDA

「澳門銀河™」 澳门星际酒店 「澳門百老匯™」

城市娱乐会 建筑材料 净集团支出

$(1,370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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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澳門銀河™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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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博彩收益 (90)% (76)%

博彩总收益

贵宾厅博彩 # (96)% (87)%

中场博彩 (99)% (96)%

角子机博彩 (97)% (92)%

博彩总收益 (97)% (92)%

2020年第二季度「澳門銀河™」经调整EBITDA为(12)亿港元，对比
2019年第二季度为32亿港元

净收益为3亿港元，按年下跌97%及按季下跌91%

• 贵宾厅收益按年下跌96%，按季下跌87% 至2亿港元

• 中场收益按年下跌99%，按季下跌96%至1亿港元

• 非博彩收益按年下跌90%至1.11亿港元，当中包括5,100万港
元租金收益净额

• 第二季度五间酒店入住率为4%

经调整EBITDA为 (12)亿港元，对比去年同期为32亿港元，
2020年第一季度则为3亿港元

• 由于博彩净赢率偏高，令经调整EBITDA增加约1,200万港元

• 净赢率正常化后，经调整EBITDA为(12)亿港元，对比去年同
期为30亿港元，2020年第一季度则为3亿港元

# 包括金门

「澳門銀河」 按年变化 按季变化

总收益 (96)% (90)%

净收益 (97)% (91)%

经调整 EBITDA (136)% (458)%

「澳門銀河™」2020年第二季度

$3,235

$329

-$1,177

34%

9%

-40%

-20%

0%

20%

40%

-$1,500

-$500

$500

$1,500

2019年第二季 2020年第一季 2020年第二季

经调整EBITDA（百万港元）及经调整

EBITDA利润率（%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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澳门星际酒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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净收益为8,100万港元，按年下跌97%，按季下跌92%

• 贵宾厅收益按年下跌97%，按季下跌87% 至6,000万港元

• 中场收益按年下跌98%，按季下跌95%至3,700万港元

• 非博彩收益按年下跌93%，按季下跌85%至800万港元，当
中包括300万港元租金收益净额

• 第二季度酒店入住率为4%

经调整EBITDA为 (3)亿港元，对比去年同期为9亿港元，
2020年第一季度则为1亿港元

• 由于博彩净赢率偏低，令经调整EBITDA减少约900万港元

• 净赢率正常化后，经调整EBITDA为3亿港元，对比去年同
期为9亿港元，2020年第一季度为1亿港元

澳门星际酒店2020年第二季度经调整EBITDA为(3)亿港元，对比2019年
第二季度为9亿港元

非博彩收益 (93)% (85)%

博彩总收益

贵宾厅博彩 (97)% (87)%

中场博彩 (98)% (95)%

角子机博彩 (85)% (75)%

博彩总收益 (97)% (91)%

澳门星际酒店 按年变化 按季变化

总收益 (97)% (91)%

净收益 (97)% (92)%

经调整 EBITDA (132)% (394)%

澳门星际酒店2020年第二季度

$943

$104

-$306

34%

10%

-30%

-10%

10%

30%

50%

-$500

-$200

$100

$400

$700

$1,000

2019年第二季 2020年第一季 2020年第二季

经调整EBITDA（百万港元）及经调整

EBITDA利润率（%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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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澳門百老匯™」



302020年8月

「澳門百老匯™」2020年第二季度经调整EBITDA为(5,200)万港元，对
比去年同期为600万港元

净收益为1,200万港元，对比去年同期为1.47亿港元，2020

年第一季度则为5,300万港元

• 收益比例约92%来自非博彩业务，8%来自博彩业务

• 第二季度酒店入住率9%   

经调整EBITDA为(5,200)万港元，对比去年同期为600万港
元，2020年第一季度则为(4,500)万港元

• 博彩净赢率对2020年第二季度经调整EBITDA没构成影响 非博彩收益 (85)% (65)%

博彩总收益

中场博彩 (100)% (100)%

角子机博彩 (85)% (65)%

博彩总收益 (99)% (96)%

「澳門百老匯™」 按年变化 按季变化

总收益 (92)% (79)%

净收益 (92)% (77)%

经调整 EBITDA (967)% (16)%

「澳門百老匯™」2020年第二季度

2019年第二季 2020年第一季 2020年第二季

$6

-$45 -$52

经调整EBITDA（百万港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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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市娱乐会2020年第二季度经调整EBITDA按年下跌93%，按季下跌
88%至200万港元

城市娱乐会2020年第二季度

2019年第二季 2020年第一季 2020年第二季

$29

$16

$2

经调整EBITDA（百万港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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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筑材料于2020年第二季度经调整EBITDA按年上升7%，按季上升
228%至4亿港元

Nan Gang Slag Plant

建筑材料2020年第二季度

2019年第二季 2020年第一季 2020年第二季

$364

$119

$390

经调整EBITDA（百万港元）

南钢矿渣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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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年上半年部分主要奖项

奖项 颁发单位

银娱

年度最佳博彩营运商（澳洲及亚洲）
负社会责任营运商（亚洲／澳洲）

第 13 届国际博彩业大奖

社会责任大奖
第二届大中华最具影响力品牌及企业

家颁奖典礼

「澳門銀河TM」

五星评级酒店:

澳门丽思卡尔顿酒店
澳门悦榕庄

五星评级餐厅:

丽轩
贝隆

五星评级水疗中心:

澳门丽思卡尔顿水疗
中心
澳门悦榕Spa

2020福布斯旅游指南

100 Top Tables 2020: 

8 ½ Otto e Mezzo BOMBANA 

丽轩
山里

《南华早报》

酒店B组优异奖：「澳门银河™」 澳门知悭惜电2019活动

澳门环保酒店奖2019 - 环境绩效金奖
澳门悦榕庄
澳门JW万豪酒店
澳门丽思卡尔顿酒店

环境保护局及澳门旅游局

年度餐饮地标-澳门银河综合度假城
特别推荐年度必吃餐厅-福临门

2019-2020 "盛宴.中国"餐厅评选-橄榄

餐厅评论

我最喜爱澳门酒店食肆 - 福临门 (澳门) U Magazine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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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年上半年部分主要奖项

奖项 颁发单位

澳门星际酒店

100 Top Tables 2020 - 风味居 《南华早报》

最佳中餐厅 - 风味居 2019-2020 "盛宴.中国"餐厅评选

建筑材料业务

「商界展关怀」计划 – 连续15年或以上「商界展关怀」标志 香港社会服务联会

香港环境卓越大奬 – 制造业及工业服务 - 优异奖 环境运动委员会

香港绿色机构认证
减废证书 - 卓越级别
减碳证书 - 减碳 7%

环境运动委员会

职业健康大奖2019-20 – 好心情@健康工作间大奖（企业/机构组） –

超卓机构大奖
职业安全健康局

中银香港企业环保领先大奖 2019 – 环保杰出伙伴及3年+参与环保先

驱奖章
中国银行（香港）及香港工业总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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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产负债表：维持稳健的资产负债表

• 银娱继续维持健康资本，截至2020年6月30日持有现金及流动投资为498亿港元，净现金为436亿港
元

• 截至2020年6月30日负债为62亿港元，主要反映库务利息收益管理策略

• 已于2020年4月24日派发特别股息，每股0.45港元

• 由于持续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，董事会今天决定不派发股息

现金及负债概况

2019年12月31日 2020年3月31日 2020年6月30日

$52.3 $51.9
$49.8

$51.7
$47.5

$43.6

现金及流动投资和净现金（十亿港元）

現金及流動投資

淨現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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银娱发展概况
路氹 – 新里程

• 银娱已为长远的发展建立独特定位。集团继续推进第三、四期项
目的发展工程，将提供合共约3,500 间酒店客房，包括适合家庭和
优质高端旅客的客房及别墅、400,000平方呎的会议展览空间、
500,000平方呎设有 16,000个座位的多用途场馆、餐饮、零售以
及娱乐场等

• 我们会尽力维持发展目标，但由于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，发展
时间表可能会受到影响，目前我们难以量化疫情的影响但会尽力
维持我们的时间表

适合家庭旅客的
高端酒店大楼

银河国际会议中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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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澳門銀河™」及澳门星际酒店
• 我们继续在度假城进行提升工程，藉此保持其竞争力及对旅客的吸引力

横琴
• 我们继续就横琴项目进行概念规划，发展一个时尚度假城，与我们在澳门的高能量度

假城优势互补

• 对于澳门行政长官在他发表就任后的首份施政报告中，提及有关横琴对未来澳门发展
的角色予以正面评价，我们对此感到鼓舞。我们期望与相关的政府合作，以发展我们
在横琴的项目并支持澳门经济多元化发展的策略

国际

• 尽管要应对新冠肺炎的疫情，集团驻日本的团队继续为拓展日本市场而努力

• 我们视日本为长远发展的理想机遇，能与我们在澳门的业务和其他海外发展计划相辅
相成

• 银娱与摩纳哥公国的「蒙地卡罗滨海渡假酒店集团」和我们的日本合作伙伴，均期待
将我们的世界级综合度假村品牌带到日本

银娱发展概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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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银娱以一个愿景起步

•「成为全球公认亚洲
首屈一指的博彩及娱
乐企业」

•集团向着实现愿景迈
进

集团 – 资本充足并拥有稳健的资产负债表

• 上半年集团经调整EBITDA为(11)亿港元

• 第二季度集团经调整EBITDA为(14)亿港元

• 已于2020年4月24日派发特别股息每股0.45港元

• 由于持续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，董事会今天决定不派发股息

营运 – 为目前的营商环境调整业务

• 「澳門銀河™」 于2020年上半年录得净收益为38亿港 元，经调整
EBITDA为(8)亿港元；第二季度经调整EBITDA为(12)亿港元

• 澳门星际酒店于2020年上半年录得净收益11亿港元，经调整EBITDA为(2)

亿港元；第二季度经调整EBITDA为(3)亿港元

• 「澳門百老匯™」 2020年上半年录得净收益6,500万港元，经调整
EBITDA为(9,700)万港元；第二季度经调整EBITDA为(5,200)万港元

财务状况 – 稳健及高流动性的资产负债表

• 截至2020年6月30日，持有现金及流动投资为498亿港元，净现金为436

亿港元

• 截至2020年6月30日，负债62亿港元，主要涉及库务利息收益管理计划

发展蓝图 – 继续推进第三、四期项目
• 我们继续在度假城进行提升工程，藉此保持其竞争力及对旅客的吸引力

• 路氹第三及四期：继续推进第三及四期发展，项目聚焦在非博彩业务，主
要针对MICE、娱乐和适合家庭旅客的设施，此外亦包括博彩，而建筑进
度可能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

• 横琴：正在优化兴建时尚度假城的计划，与我们在澳门的高能量娱乐项目
优势互补

• 国际：继续在海外市场发掘发展机遇，包括日本；尽管要应对新冠肺炎的
疫情，集团驻日本的团队继续为拓展日本市场而努力

总结 定位清晰达至长期增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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声明

.

本文件及任何口述发表或讨论均由银河娱乐集团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提供及仅
供个人参考之用。本文件所载数据并没有得到独立核实，概无就本文件所载数据或
意见是否公平、准确、完整或正确作出明确或隐含声明或保证。本文件数据应以出
版当时的所有情况作为参考依据，若数据没有，亦将不会作出更新以反映此文件发
表后发生的任何重大发展。对于使用本文件所载数据或其内容、或基于本文件所载
数据而引致的任何亏损或损失，本公司或其任何关联人士、顾问或代表一概不需承
担任何责任(不论属疏忽或其他原因)。

本文件包含反映本公司对未来发展的看法及展望声明。由于这些前瞻性声明乃基于
有关本公司之经营及其他不受本公司控制因素的假设而定，实际业绩与该等前瞻性
声明可能出现重大差异。本公司不会承担修改前瞻性声明以反映未来事件或情况。

本文件及与其相关的口述均含有专有信息，不得因任何目的直接或间接地将全部或
部分内容复制、发表、流通、或分发给阁下所属组织/机构内外的其他人。



2020年8月13日

2020年第二季度及中期业绩之财务数据


